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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郑天钟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在刚刚过去
的 5月，国内汽车市场共发起 25起召
回，涉及19个品牌共计110 . 81万辆缺
陷汽车被召回，其中，豪华车型数量高
达99 . 4万辆，占比接近90%，成为绝对
的主角。而此次豪车的“集中爆发”不禁
让人产生疑问，它们到底怎么了？豪车
品牌还能不能买呢？

奔驰宝马成召回“冠亚军”

记者简单统计了一下，在5月发布
召回的豪车品牌为奔驰、宝马、奥迪、凯
迪拉克、沃尔沃、讴歌、法拉利、克莱斯
勒、捷豹、斯巴鲁，共10家，而其中“最
出风头”的当属奔驰与宝马两位业界大
佬，奔驰当月先后4次召回共计62 . 28
万辆汽车，占召回总量56 . 21%，拿下5
月召回“榜首”；宝马则以 31 . 91万辆
“紧随其后”，两品牌累计召回94 . 19万
辆，占比高达85%。
奔驰召回的主要车型为国产E级

轿车和国产C级轿车以及部分进口C
级轿车。召回原因显示：车辆前减振器
受到较大外力冲击时，可能会造成减振
器损坏和减振器叉头变形弯曲，甚至导
致车辆下控制臂衬套脱出，极端情况下
可能导致减振器叉头断裂。对此，车企
将为受影响的车辆加装加强组件以增
加底盘坚固性，同时将原车是4mm叉
头的前减振器更换为5mm叉头的前减
振器。
宝马的召回车型范围则更为宽泛，

既包括国产华晨宝马3系和5系轿车，

同时也包含了进口宝马1系、3系、5系、
6系、7系、X系及Z4车型。召回原因为
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管道加热器（PCV
加热器）因材料及制造原因，加热器内
部元件在长期使用后可能因水汽腐蚀
而导致接触电阻增大，造成加热器工作
时其塑胶壳体可能过热熔损，增大了车
辆起火的风险。对此，车企表示将为召
回范围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PCV
加热器，如有必要同时更换周边受损零
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该如何正确看待召回

豪华品牌问题频出，是不是已经不
再值得购买？其实不然，产品存在缺陷，
对于由一万多个零部件组成的汽车来
说在所难免，而召回可以视为生产方负

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对产品全生命周
期负责任的态度，其实也是豪华品牌的
重要标签之一。尤其随着中国消费者维
权意识不断提高，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对汽车安全隐患检查力度的增
强，如今汽车召回已经变得相当常态
化。
而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乐于看到

厂家能正视车辆的缺陷和隐患并采取
措施，而不是看到对于已经发生的、并
非个例的缺陷被厂家一拖再拖，待到市
场监管机构出面后才有所行动，毕竟谁
也不想每天提心吊胆地去驾驶自己的
爱车。而厂家也应积极面对产品缺陷，
才能让消费者逐渐对召回这件事正眼
相待，而一拖再拖的结果只能让品牌口
碑蒙尘，哪怕是曾经拥有良好口碑的豪
华品牌，往后也可能无法再取得消费者
的信任。

豪车频频召回，这是咋了？ [ 一周车市 ]

奔驰宝马等豪华车品牌召回，是对产品质量负责任的表现。

□文/图 半岛记者 郑天钟

深度试驾全新沃尔沃XC40

沃尔沃全新XC40国产后，销售起
步价仅为26 . 48万元，一下“引爆”市
场。而6月6日，记者有机会亲自试驾
这款高人气的豪华SUV。
第一眼看去，全新XC40依然是简

约的北欧风格。多边形前格栅、雷神之
锤日间行车灯、L形尾灯是沃尔沃的
家族设计，也让其有更高的辨识度。尺
寸方面，新车轴距为2702毫米，足以营
造充裕的车内空间。进入车内，记者发
现XC40的配置非常丰富，12.3英寸的全
液晶仪表盘，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一
键启动等一应俱全，而City Safety城市
安全系统也是一定不会缺席的。动力方
面，此次试驾的XC40搭载Drive-ET4和
T5发动机，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其中
T5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52马力，车子
零至百公里加速仅6 .4秒。

多项新政出台欲挽汽车行业颓势
在国内车市销量持续下跌后，从

地方到中央，纷纷出炉鼓励汽车消费
政策。继广州、深圳率先成为目前限购
城市中最先“松绑”的城市。随后，国家
发改委等三部委于日前发布规定，要求
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
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严禁各地出台
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
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管控效
果，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寻找朱莉美》
作者:连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抱

朴

守

拙

的

人

生

之

道

爱

让

我

们

义

无

反

顾

被陆武戳穿，我很汗颜，但因为喜欢
穆晓晨，我可以忍受他对我虚伪的揭穿。
陆武是位好兄弟，知道见好就收，对
我从不痛打落水狗。最后，他对我作揖道
谢，说尽管他知道我来陆家洛基因生物
工程公司完全是为了挣钱娶穆晓晨，
但也歪打正着，拯救他于水深火热。
我去了，他就解脱了，不用天天在公司
看着洛可可别扭了。
可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洛
可可找我进公司，并不完全是看重我的
专业能力，而是希望有我这
好哥们在，陆武在公司待得
住。但是事与她愿违，我辜负
了她的信任。

九、
我进驻陆家洛基因生

物工程公司，负责研发和
产品质量，说是CEO，其
实就是掌管产品质量的大
总管。我一来，陆武就撒丫
子了，每天太上皇一样到
公司晃一圈，就呼朋唤友喝
酒去了，为了打开生物制剂的市场，洛
可可一个月有二十天天南海北地飞，回
来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问公司近况。
本着她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一五一十告
诉她，不打分毫的埋伏。她对我很满意，
说陆武果然是纨绔子弟中的英才，慧眼
识人，交友靠谱，然后，旁敲侧击她不在
公司的时候，陆武都在干什么？有没有
女人来公司找他。
我总是大言不惭地撒谎说没有，不
仅没女人，连只母苍蝇都没有。她将信将
疑，但我绝不赌咒发誓，而是真诚地看着
她，就像坦诚的小学生看着怀疑他考试
作弊的老师。坦诚的目光，总是最能打动
人心，为此，我经常对着镜子练习。

陆武也知恩图报，又组了几次局
撮合我和穆晓晨。
我和穆晓晨总算混熟了。有穆晓

晨的饭局，陆武就总是喝醉，开不了
车，把车钥匙往我眼前一丢，说：苏
猛，送穆小姐回家。
我知道他的心思，想成全我俩，一开
始，我还担心穆晓晨会拒绝我，毕竟，
我出身山区，虽然名片上印着我是陆
家洛基因生物工程公司的产品总监，
但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而已。对我去送

她，穆晓晨没表示出感激
之情，也没拒绝。
车到她小区大门口，

我不放心她只身一人穿过
午夜的小区，要送上楼，被穆
晓晨拒绝了，黑暗中她拿出
一小瓶说，随身携带了武器。

十、
穆晓晨住城市东部的
高档社区，这让还在老城
区租住一居室的我很自
卑。有一天，我和陆武说都

不好意思约穆晓晨回家喝杯咖啡。
陆武丢给我一张纸。我不知道他

什么意思。他指着纸，说：写下！你买
套房子的首付需要多少。
作为一个有自尊的穷人，我羞于
再在他面前谈论钱，就像白丁倘若知
耻就不该在秀才面前谈学问，就问：
写这个干什么？他说：借给你呀。
我必须承认我廉耻心很强，觉得

陆武误解我了，把我对穆晓晨的无奈
理解成了哭穷！

明日关注：生平我最瞧不起的事之
一，就是哭穷。所以很恼怒地说：陆武，我
知道你有钱，可如果你以为你有钱就可
以拿钱抽我这张穷脸你就错了。

《悟能》
作者：马德华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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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

路上，呼啸而过的风刮得人心里发
毛。遇到坑坑洼洼的路，一车人全都
被颠起来，我的屁股离开了座椅，脑
袋好像要跟车顶来个亲密接触。而到
了要拐弯的时候，司机轻踩刹车，众
人一起前倾，我的脑袋迎着前面的椅
背就撞上去，等车速稳定下来，又一
下子闪回座位上，磕得人后背生疼。
我的“师父”迟重瑞坐在中排，他

扶着前排的座椅，听见车底下传来的
响动，觉得不对劲，就让前
面的人传话给司机：“你告
诉司机，让他把车子慢慢
地停下来，车底下声音不
对劲儿。一定要慢，不能心
急，千万不能急刹车。”
随着车速慢慢降下

来，车底下的响动也越来
越清晰。我们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但看迟重瑞严肃
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个事情
不好办，车上的气氛也紧
张起来，大家都屏息凝神，
只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和车底下那
异常的声音。我的心紧紧地揪着，生
怕出什么差错。
车子慢慢地在半山腰停了下来，

大家伙忐忑地下了车，循着地上的痕
迹看过去，发现车的油箱几乎脱落，
已经在地上拖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油
箱底下磨出一个大窟窿，出发之前加
满的油漏了一路。大家全都吓出一身
冷汗，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每个人
都沉默不语。幸好迟重瑞发现异常及
时地提醒了司机，才救了我们一车
人。一旦司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急刹
车，哪怕有一个微弱的火星迸出来，
车就会爆炸，我们所有人的辛苦努力

甚至生命都将面临威胁——— 连车带
人从山崖上滚下去，生存的概率几乎
为零！
过了很久，大家才从刚才的惊险

一幕中缓过神来。紧接着又开始发愁
怎么继续前进的问题：这可是半山
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油要是漏完了可没有补给站啊！我们
停留的位置距离下一个补给站还有
几十公里，要是掉头回去也要二三十
公里，剩下的这些油肯定经不住漏

啊！大家伙纷纷献计献策，
又屡屡被否定，眼看着天
色要暗了，我们的讨论也
陷入僵局。这时候，一个曾
经开过大卡车的演员提出
来用肥皂糊。说只能用肥
皂，女演员们的香皂还不
成。男演员们一个个面面
相觑，大家伙把自己用的
肥皂都凑出来，还怕不够
用，只能先试试看了。把
肥皂用水泡软了，用手攥
巴攥巴，把黏稠的肥皂糊

在洞上，勉强堵住了这个洞。至于这
个办法到底管不管用，谁心里都没
底。
司机先小心翼翼地缓缓开了几

米，大家死死盯着油箱，从原来咕嘟
咕嘟地漏油变成了滴答滴答地滴油。
我们又找了一截铁丝，把它结结实实
地捆在油箱上面，以防万一。就这么
凑凑合合地开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
下一个补给站。

明日关注：司机趁大家休整的时
间换了一个新的油箱，把车子仔仔细
细地检查了个遍，排除了安全隐患，
又到加油站把油加满，大家才重新上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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